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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投资法律咨询中心的案例 

Umirdinov Alisher *
 

 

发展中国家，尤其是欠发达国家（LDC），参与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争端解决

机制，成本高昂。因此，2001 年成立了世贸组织法律咨询中心（ACWL），为 WTO

的发展中和 LDC 成员国提供资助性、廉价的法律意见。该机构从事全球法律援助，

目前拥有 9 位工作人员。他们均是律师，每年提供 200 条以上的法律意见，作为对存

在潜在贸易纠纷的合格成员请求的回应。ACWL 在 WTO 争端中代表贫穷国家得到公

认，同时享有很高的盛誉。1  

 

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，有必要成立一个类似的咨询中心吗？尽管没有人否认改革

投资者-国家争端解决机制（ISDS）的必要性，但是，几乎无人提供具体建议。2 截止

2015 年 9 月，申请案例总计至少 667 宗。3 新的市场进入者，例如，第三方出资者，

正在使被告国处境更艰难。遗憾的是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缺少人力资源，面临语言

障碍和预算约束。因此，相较于 WTO 争端解决机制，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在投资仲裁

领域有一个类似 ACWL 的机构，以便减轻财政负担。 

 

考虑到以上需要，为什么仍然没有类似的机构？ 

 

•首先，WTO 是一个基于一整套规则的多边体制，通过核心的国家-国家争端解

决机制运行。然而，国际投资体制碎片化，包括若干机构性和临时性论坛达成的 3000

多个国际投资协议。 

 

•第二，ISDS 场所的地理分散化也是问题。世贸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日内瓦

拥有永久席位，方便 ACWL 的律师处理贸易纠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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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第三，存在实情调查范围和法律费用。WTO 案例本身不需要长时间调查，但是

，投资仲裁在调查案情时需要大量时间和开支，这不利于小型、常设机构跟进该耗时

费财的过程。WTO 案例平均耗费 60-70 万美元，而投资仲裁平均每年耗费 400 万美元

以上4——远超 ACWL 年度预算。  

 

•最后，缺乏政治支持，存在预算约束和律师事务所游说，均挫伤在拉丁美洲和

东盟地区设立投资仲裁咨询中心的积极性。5  

 

上述比较表明：成立投资咨询中心几乎不可能。但是，还存在一个替代方案：将

ACWL 范式引入投资仲裁，而在主要投资争端中心设立区域办事处。内部律师的能力

建设，以及协助东道国抵御 ISDS 案例将成为投资争端咨询中心的主要任务。这种情

况下，咨询中心能够在 ISDS 某个论坛的支持下成立，可能借助于成员国的最小成本

。显然，最小成本仍高于 ACWL 成本。然而，相较于律师事务所的高昂法律费用，

发展中国家将受益于便宜高效的服务。发达国家可能被要求资助该咨询中心。短期内

，资助东道国的防御开支可能被视为与自身投资者利益相悖，而长期内，这符合发达

国家投资保护体系的政策目标。 

 

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（ICSID）秘书处对于提议并成立此机构占据优势。因为该

中心仲裁大多数投资纠纷，包括全球 151 个缔约成员国，受到世界银行支持，在推进

成立咨询中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另一个潜在候选者是常设仲裁法院，它拥有 20 年

管理财政援助基金经验的优势。 

 

最终，国际投资法律咨询中心在未来是否能够成立，取决于政府的政治意愿。尽

管如此，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 

 

（南开大学国经所黄佳翻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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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（CCSI），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地球研究所联合建立的研究中心，也是致

力于对可持续国际投资加以研究、实践与讨论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。为扩大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

的影响，CCSI 通过跨学科研究、项目咨询、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、教育项目、资源和工具开发，承担

着研究并推广实用方法和解决方案、分析热点政策性议题的重要使命。如需更多信息，请访问：

http://www.ccsi.columbia.edu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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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之前的《FDI 展望》可通过以下网站获得： http://ccsi.columbia.edu/publications/columbia-fdi-

perspectives/.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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